
（上接第四版）
第三十七条 地方纪委常委会

批准下列处分事项：
（一）给予本级地方党委讨论决

定任免的党员干部警告、严重警告
处分；

（二）给予未经本级地方党委讨
论决定任免、但属于本级地方党委
管理的党员干部党纪处分；

（三）给予本级纪委委员警告、
严重警告处分；

（四）给予下一级地方党委委
员、候补委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五）给予下一级地方纪委书
记、副书记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六）给予下一级地方纪委常
委、监委委员党纪处分；

（七）给予下一级地方纪委委员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
党籍处分；

（八）给予本级纪委管理的纪委
监委机关、直属单位和派驻、派出机
构的党员党纪处分；

（九）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
的其他处分事项。

地区纪委和相当于地区纪委的
其他纪律检查机关，以及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纪委监委在被赋予社会
管理权限的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等
特定地域派出的纪检监察工作委员
会，参照前款规定行使处分违纪党
员批准权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常委会
批准给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委
员、候补委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委员撤销党
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
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常委、监
委委员党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基层纪委可以批
准给予其审查的案件中的被审查
人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如果涉及
的问题比较重要或者复杂的，应当
经同级党委审议同意后，按照程序
报有处分批准权的县级以上纪委审
查批准。

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和县级纪委监委在开发区等特定地
域派出的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参
照前款规定行使处分违纪党员批准
权限。

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基层党委，其同级纪委可以依照本
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直接决定给予违
纪党员党纪处分，并可以批准给予
违纪党员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十九条 对未经党组（党
委）会议、党的工作机关部（厅、室）
务会或者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任
免，但属于党组（党委）、党的工作机
关管理的人员中的党员给予警告、
严重警告处分的，可以由机关纪委
审查批准。

第五章 处分批准权
限和程序特殊情形

第四十条 违纪党员系实行垂

直管理或者实行双重领导并以上级
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的干部，同
时担任地方党委委员、候补委员
或者地方纪委委员职务的，由地
方纪委依照本规定履行处分审批
程序，并将党纪处分决定抄告主
管单位党组（党委）。其中，地方
纪委立案审查的，应当通过有监
督执纪权限的相应派驻纪检监察
组或者主管单位内设纪检组织征
求主管单位党组（党委）意见后履
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一条 给予党员组织关
系转入援派或者挂职单位，但不
改变与原单位人事关系的违纪党
员干部党纪处分的，一般应当按
照所任原单位职务、职级等对应
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确定处分批
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违
纪问题与援派或者挂职期间挂任
职务有密切关联的，必要时也可
以按照该职务对应的干部人事管
理权限确定处分批准权限、履行
处分审批程序，但在作出处分决
定前，应当按照所任原单位职务、
职级等对应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
征求原单位意见。

给予上级党委委托下级党委管
理的党员干部党纪处分的，下级党
委、纪委可以依照本规定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

第四十二条 给予组织关系
转出但尚未被接收的党员党纪处
分，由其原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
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该党组织
已撤销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
党组织或者其上一级党组织办
理。

给予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流动
党员和已停止党籍的党员党纪处
分，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照
本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三条 给予辞去公职等
原因离开公职岗位或者退休的党
员干部党纪处分，一般按照其在职
时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确定处分
批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违
纪问题发生在离开公职岗位后，且
与所任原单位职务、职级等没有关
联的，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
照本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离
开公职岗位后又重新担任公职的，
依照本规定第三条规定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
应当抄告违纪党员所在党组织予
以执行。

第四十四条 给予党员组织关
系转入相应党的街道工作委员会
和所辖社区（村）党组织并实行社
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党
纪处分，按照党员组织隶属关系，
由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审查批准，其中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
还须报同级党的街道工作委员会
审议批准，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还
须依照本规定呈报派出党的街道
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的地方纪委

常委会审查批准。
前款规定的国有企业退休人

员，其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在职
期间或者与在职期间的职务有密
切关联的，有监督执纪权限的相
应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或
者国有企业内设纪检组织审查后
认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可以
按照其退休前的干部人事管理权
限确定处分批准权限、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党纪处分决定作出
后，应当抄告相应党的街道工作
委员会、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
委员会予以执行。对于受到留党
察看处分的，由党的街道纪检监
察工作委员会依照本规定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的条
件，经其所在党支部党员大会讨
论形成决议，报请党的街道工作
委员会审议同意后，作出恢复其
党员权利、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
限或者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的决
定，并抄告原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的党组织；其中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的还须依照本规定呈报派出党
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的地
方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

给予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相应乡
镇（街道）党委和所辖村（社区）党组
织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
休人员党纪处分，参照前两款规定
执行。

第四十五条 给予以退休方式
移交人民政府安置的退役军官中的
党员党纪处分，一般可以根据其退
役前的职级或者军衔等级（适用于
实行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改革
后的退役军官，下同），由相应的地
方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其中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
党籍处分的还须报同级地方党委常
委会审议批准。

退役前系师职军官（大校军官
以及相应职级文职干部）、团职军
官（上校、中校军官以及相应职级
文职干部）的，一般应当分别由省
级纪委、设区的市级纪委负责履行
处分审批程序；系营职以下军官
（少校以下军官以及相应职级文职
干部）的，由县级纪委负责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

第四十六条 给予以逐月领
取退役金或者自主择业方式安置
且未被停发退役金的退役军官中
的党员党纪处分，由其组织关系
所在地的县级纪委常委会审查批
准，其中拟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
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还须
报同级地方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

给予以复员方式退役的退役军
官，以及采取以逐月领取退役金、自
主就业、退休或者供养方式安置的
退役军士中的党员党纪处分，由其
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定履
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中的退役军
官、军士的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服

役期间或者与服役期间的职务有
密切关联，由军队纪律检查机关审
查的，军队纪律检查机关可以依照
其退役前的职务对应的处分批准
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并作出党
纪处分决定，抄告退役军官、军士
组织关系所在地县级党委、纪委予
以执行。

前款规定中的违纪行为由地方
纪律检查机关立案审查的，地方纪
律检查机关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四十
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履行处分审
批程序。

第四十八条 有监督执纪权限
的纪律检查机关审查认为预备党员
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
党员资格的，可以直接给予其批评
教育或者按照程序延长一次预备
期；情节较重的，应当按照程序取消
其预备党员资格。

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党员资
格，由有监督执纪权限的纪律检
查机关向预备党员所在党组织提
出书面建议，预备党员所在党组
织无正当理由应当采纳并交由预
备党员所在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形成决议，呈报有审批预备党员
权限的基层党委批准后作出处理
决定。

预备党员组织关系隶属于党的
工作委员会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所确定的
权限，均系应当遵照的最低权限。

第五十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以
下，除有特别标明外均含本级、本
数。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严重
触犯刑律，是指因犯罪被人民法院
判处刑罚。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履行
处分审批程序，是指依照本规定确
定的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对处分
事宜进行审议、报批并按照程序作
出党纪处分决定。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有监
督执纪权限，是指按照监督执纪工
作实行分级负责制的规定，对涉嫌
违纪党员有权行使监督执纪职责，
有权对其违纪问题予以立案审查，
有权对其提出党纪处分建议或者按
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第五十四条 军队处分违纪党
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由中央军
委根据本规定制定。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
委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中央纪委1983年7月6
日印发的《关于处分违犯党纪的党员
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和1987年3
月28日印发的《关于修改〈关于处
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准权限的具体
规定〉的通知》同时废止。此前有关
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
为准。

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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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来自大江南北的特
色农产品，借助线上线下等渠道，走
入千家万户。每一个“土特产”都蕴
含乡村振兴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通
过挖掘产品多元价值、做大做强

“金字招牌”、借助平台扩大销售，
各地探索做好“土特产”文章，围
绕“产”字下功夫，把充满乡土气
息的农产品，做成产业、做大做优
做强，探索以产业振兴加速农业
强国建设。

深挖多元价值 延伸
产业链条

这几天，住在陕西省紫阳县城
关镇青中村的游客王思艺，等来了
2023年的第一次云海。“高山上云
雾缭绕，站在村子悬崖边的玻璃观
景平台上，端茶细品，可以看到云
海。”王思艺说。

青中村坐落在高山顶上，以富
硒茶叶为特色。随着乡村振兴的推
进，当地积极延长产业链条，发展特
色茶旅，村子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静谧的环境
和优美的生态吸引很多游客慕名前
来。

以终端消费需求为导向，加快
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不少地方的
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向融合型发
展。

冬日的广东江门，新会陈皮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丽宫国
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陈
月明正仔细检查车间生产情况。

眼下正是消费旺季，馥郁清香
的新会陈皮被制成陈皮凤凰卷、陈

皮饼等丰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一直围绕着陈皮挖掘更多可
能性，研发出多种陈皮食品，受到消
费者喜爱。”陈月明说。

据介绍，药食同源的特性让新
会陈皮得以变身为价值更高、市场
更广的各类衍生产品，目前已经形
成药、食、茶、健、文旅等100多个品
种的系列产品。

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研究院副
院长周月书认为，加强农业产业融
合度、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应该
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布局，坚持“特、
优、精、深”，推进农产品的重构升
级，提升产业附加值，融合多方资源
和要素，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

提高产品质量 擦亮
“金字招牌”

春节将至，陕西洛川永乡镇阿
寺村的果农李亚民忙着对自家的矮
化密植苹果园进行冬季管护。“以前
果树老化品种单一，造成效益下降；
如今靠着科学种植，果树结果又早
又多又好。”他说。

种植技术不断更新带来真金
白银的收益，让这位从事苹果种植
20多年的老果农在县城买上了商
品房。今年，李亚民打算继续以矮
化密植为标准建设更大面积的果
园。

种出好果品才能擦亮“金字招
牌”。矮砧密植、优化品种、改良土
壤等先进农技不断推动洛川苹果这
个黄土高原的“金字招牌”越来越响
亮，也折射出乡村产业立足品质树
品牌、谋出路的新趋势。

浙江山区26县之一的景宁，冬
日依旧满目葱郁，不少村民忙着采
摘、加工、打包。绿色生态农产品贴
上“景宁600”品牌，搭乘电商平台，
销往各地。2017 年推出的“景宁
600”品牌主打高山有机等特色，赋
能11万亩无污染耕地及100万亩
山林出产高质量农产品，广受市场
青睐。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近年
来深入推进品牌强农，打造了一批
特色鲜明、质量过硬、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农业品牌，培育了一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企业品牌。省级农业农
村部门重点培育区域公用品牌约
3000个、企业品牌约5100个、产品
品牌约6500个。

专家表示，通过品牌建设特别
是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区域公用品牌
的打造，将农产品的优质、特色等信
息传递给消费者，可以在优质优价
的基础上形成农业品牌溢价，促进
农民增收。

借助平台经济 扩大
产业规模

元旦过后，重庆奉节脐橙便迎
来丰收季，一抹抹橙色点亮漫山遍
野。随着一颗颗果子变得饱满成
熟，包装工人黄妹开始抓紧在电商
平台上售卖自家脐橙。

黄妹说，在奉节，家家户户种
脐橙、做电商不是什么新鲜事。“我
家每年能收10吨脐橙，通过网上
售卖，一年下来能收入 4 万元左
右。”

电商与脐橙相结合，把这一西
南山区的特色产品，带到更多消费

者的餐桌上。
奉节县商务委员会主任李晓霞

介绍，通过鼓励电商企业与脐橙种
植基地或专业合作社建立稳定的产
销关系，奉节为零散农户打开销路，
形成品牌规模效应。目前，全县脐
橙面积稳定在37万亩，综合产值超
38亿元。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各
类涉农电商超过3万家，农村网络
零售额2万多亿元，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4200多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电
商销售模式越来越深入到农村产
业中，人才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
关键。

在辽宁营口市老边区小边村，
54岁的齐少坤正在自家的杂货店
里跟网友推荐刚收的草莓。见识了
直播带货能力后，齐少坤被深深折
服，但碍于不懂操作，他一直没能上
手。

通过参与直播培训、学习电商
销售后，齐少坤注册了直播账号：

“第一次直播是卖小洋柿子，1分钟
我卖了1000多单。”尝到互联网甜
头的齐少坤打算在今后继续钻研网
络销售。

周月书表示，发展电商助农，
关键在于吸引人才。通过开展相
关培训，提高农民对电子商务的
认识和运用能力；同时通过优惠
政策吸引高校人才、在外务工人
员返乡就业创业，让不断做大做
强的特色农业产业拓展农民致富
增收渠道。（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者 严 赋 憬 熊 嘉 艺 李 浩
周思宇）

挖掘多元价值做强“金字招牌”
——2023年开年乡村产业振兴观察之“产”字篇


